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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繽紛時光婚宴專案 

 

NT$19,800+10% 每桌 10 位貴賓 

可享五星港籍主廚精緻粵式佳餚，席間無限暢飲果汁及每桌兩瓶進口紅酒。 

 

專案內容 婚宴專案精美佈置 新人專屬好禮 

 禮賓接待區迎賓無酒精雞尾酒 

 Mega 50 專屬簽名本、禮金本 

 贈送迎賓及送客進口喜糖 

 接待區電子海報及桌次圖 

 提供婚宴菜單、客桌桌卡 

 提供地圖卡 

 提供專業視聽音控人員、頂級 

燈光音響及高彩度投影設備 

 頂級 LED 數位影音 

 婚宴佳餚鑑賞特享八折優惠 

 (適用已付訂金貴賓、限一桌) 

 自備酒類免收清潔費 

 提供嘉賓當日宴席期間停車三小 

  時(限百揚大樓，恕不預留車位) 

 會場整體佈置 

 迎賓區及婚紗相片區佈置 

 浪漫主題拍照背板 

 中西式舞台主題背景選擇 

 精緻五層香檳塔及氣泡酒 

 裝飾結婚蛋糕佈置 

 時尚桌巾椅套選擇 

 主桌浪漫鮮花佈置 

 客桌典雅桌花佈置 

 造型立柱佈置 

 

 提供新娘休息室 

 新人席前精緻點心 

 新娘專屬貼身小管家 

 婚宴當日可於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園 

  拍照 

 

30 桌(含)以上加贈下列好禮       訂席獨享優惠加價購 

 宴席間無限暢飲精選進口紅酒 

 專業婚禮流程企劃及主持人服務 

 進場婚禮小物 50 份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園 

  「歡樂 After Party」二小時 30 人份 

   含酒精及無酒精特調雞尾酒特價

NT$6,000 元整(限喜宴當日使用) 

 婚禮小物每份特價 NT$50 元整 

                                                     加購歡樂拍貼機優惠價 NT$9,800 元(原價 NT$12,000 元) 

  

 

鼎鼎宴會廳 – 最低保證 30 桌 

＊以上提供專案內容及佈置，恕不接受更改或退換，鼎鼎宴會廳保留隨時修改及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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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繽紛時光婚宴菜單 

 

花燭筵開喜迎賓 

Welcome appetizer 

棒棒雞絲          瓜仁小魚 

黃金泡菜          四喜烤麸 

煙燻素鵝          橙汁冬瓜 

 

鴻運喜慶大拼盤 

Cold cuts combination 

花好月圓天作合 

Deep-fried sweet lucky dumplings 

雪蛤竹笙海皇羹 

Braised seafood soup with hasma and bamboo fungus 

福祿起司焗海蝦 

Stewed shrimp with cheese and vegetable 

蠔皇智利鮑海參 

Braised chili abalone with sea cucumber in oyster sauce 

照燒烤松阪肉排 

Roasted Matsusaka pork in teriyaki sauce 

魚躍龍門蒸蒸上 

Steam fresh fish 

茶樹菇燉全雞湯 

Double-boiled chicken soup with agrocybe mushroom 

荷香櫻花糯米飯 

Steamed glutinous rice with sergestid shrimps in lotus leaf 

甜心蜜意訂緣生 

Wedding dessert 

良緣美果甜百年 

Seasonal fresh fruits platter 

 

每桌十位 NT$19,800 /10 persons per table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The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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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臻愛永恆婚宴專案 

 

NT$21,800+10% 每桌 10 位貴賓 

可享五星港籍主廚精緻粵式佳餚，席間無限暢飲果汁及每桌兩瓶進口紅酒。 

 

專案內容 婚宴專案精美佈置 新人專屬好禮 

 禮賓接待區迎賓無酒精雞尾酒 

 Mega 50 專屬簽名本、禮金本 

 贈送迎賓及送客進口喜糖 

 接待區電子海報及桌次圖 

 提供婚宴菜單、客桌桌卡 

 提供地圖卡 

 提供專業視聽音控人員、頂級 

燈光音響及高彩度投影設備 

 頂級 LED 數位影音 

 婚宴佳餚鑑賞特享八折優惠 

 (適用已付訂金貴賓、限一桌) 

 自備酒類免收清潔費 

 提供嘉賓當日宴席期間停車三小 

  時(限百揚大樓，恕不預留車位) 

 會場整體佈置 

 迎賓區及婚紗相片區佈置 

 浪漫主題拍照背板 

 中西式舞台主題背景選擇 

 精緻五層香檳塔及氣泡酒 

 裝飾結婚蛋糕佈置 

 時尚桌巾椅套選擇 

 主桌浪漫鮮花佈置 

 客桌典雅桌花佈置 

 造型立柱佈置 

 提供新娘休息室 

 新人席前精緻點心 

 新娘專屬貼身小管家 

 婚宴當日可於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園 

  拍照 

 

30 桌(含)以上加贈下列好禮     訂席獨享優惠加價購 

 宴席間無限暢飲精選進口紅酒 

 專業婚禮流程企劃及主持人服務 

 歡樂拍貼機宴客四小時無限拍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

花園「歡樂 After Party」二小

時 30 人份含酒精及無酒精特

調雞尾酒特價 NT$6,000 元整

(限喜宴當日使用) 

 婚禮小物每份特價NT$50元
整 

 

鼎鼎宴會廳 – 最低保證 30 桌 

＊以上提供專案內容及佈置，恕不接受更改或退換，鼎鼎宴會廳保留隨時修改及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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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臻愛永恆喜宴菜單 

 

花燭筵開喜迎賓 

Welcome appetizer 

重慶口水雞      陳醋醃蘿蔔 

琥珀核桃        茶燻花枝片 

瓜仁小魚        酒漬無花果 

 

鴻福喜慶大拼盤 

Cold cuts combination 

花好月圓天作合 

Deep-fried sweet lucky dumplings 

金瓜燕窩海皇羹 

Braised seafood soup and bird’s nest with pumpkin sauce 

香草蘑菇焗大蝦 

Stewed shrimp with mushroom and mixed herbs 

蠔皇北菇原隻鮑 

Braised abalone with mushroom in oyster sauce 

南乳紅糟烤羊排 

Roasted lamb chop with fermented bean curd and red yeast sauce 

魚躍龍門蒸青斑 

Steamed fresh grouper 

淮杞海螺燉全雞 

Double-boiled chicken with sea-whelk and Chinese herbs 

荷香櫻花糯米飯 

Steamed glutinous rice with sergestid shrimps in lotus leaf 

甜心蜜意訂緣生 

Wedding dessert 

良緣美果甜百年 

Seasonal fresh fruits platter 

 
每桌十位 NT$21,800 /10 persons per table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The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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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幸福之旅婚宴專案 

 

NT$23,800+10% 每桌 10 位貴賓 

可享五星港籍主廚精緻粵式佳餚，席間無限暢飲果汁及精選進口紅酒。 

 

專案內容 婚宴專案精美佈置 新人專屬好禮 

 專業婚禮流程企劃及主持人服務 

 禮賓接待區迎賓無酒精雞尾酒 

 Mega 50 專屬簽名本、禮金本 

 贈送迎賓及送客進口喜糖 

 接待區電子海報及桌次圖 

 提供婚宴菜單、客桌桌卡 

 提供地圖卡 

 提供專業視聽音控人員、頂級 

燈光音響及高彩度投影設備 

 頂級 LED 數位影音 

 婚宴佳餚鑑賞特享八折優惠 

 (適用已付訂金貴賓、限一桌) 

 自備酒類免收清潔費 

 提供嘉賓當日宴席期間停車三小 

  時(限百揚大樓，恕不預留車位) 

 

 會場整體佈置 

 迎賓區及婚紗相片區佈置 

 浪漫主題拍照背板 

 中西式舞台主題背景選擇 

 精緻五層香檳塔及氣泡酒 

 裝飾結婚蛋糕佈置 

 時尚桌巾椅套選擇 

 主桌浪漫鮮花佈置 

 客桌典雅桌花佈置 

 造型立柱佈置 

 提供新娘休息室 

 新人席前精緻點心 

 新娘專屬貼身小管家 

 婚宴當日可於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園 

  拍照 

30 桌(含)以上加贈下列好禮      訂席獨享優惠加價購 

 歡樂拍貼機宴客四小時無限拍 

 進場婚禮小物 50 份 

 Mega 50 餐飲抵用券 

 NT$5,000 元整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

花園「歡樂 After Party」二小

時 30 人份含酒精及無酒精特

調雞尾酒特價 NT$6,000 元整

(限喜宴當日使用) 

 

鼎鼎宴會廳 – 最低保證 25 桌 

＊以上提供專案內容及佈置，恕不接受更改或退換，鼎鼎宴會廳保留隨時修改及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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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幸福之旅婚宴菜單 

 

花燭筵開喜迎賓 

Welcome appetizer 

重慶口水雞      陳醋醃蘿蔔 

琥珀核桃        茶燻花枝片 

瓜仁小魚        酒漬無花果 

 

喜慶滿堂大拼盤 

Cold cuts combination 

花好月圓天作合 

Deep-fried sweet lucky dumplings 

錦繡鴛鴦襯龍蝦 

Sliced lobster salad with deep fried shrimp ball 

牛肝菌燉元貝湯 

Double-boiled dried scallop with porcini mushroom 

百靈菇燴原隻鮑 

Braised abalone with king oyster mushroom in oyster sauce 

甜酒照燒牛小排 

Braised beef rib with teriyaki sauce 

鶼鰈情深龍虎斑 

Steamed fresh tiger grouper 

富貴沙薑黃皮雞 

Braised chicken in ginger sauce 

荷香櫻花糯米飯 

Steamed glutinous rice with sergestid shrimps in lotus leaf 

甜心蜜意訂緣生 

Wedding dessert 

良緣美果甜百年 

Seasonal fresh fruits platter 

 

每桌十位 NT$23,800 /10 persons per table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The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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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璀璨經典婚宴專案 

 

NT$25,800+10% 每桌 10 位貴賓 

可享五星港籍主廚精緻粵式佳餚，席間無限暢飲果汁及精選進口紅酒。 

 

專案內容 婚宴專案精美佈置 新人專屬好禮 

 專業婚禮流程企劃及主持人服務 

 進場婚禮小物 50 份 

 禮賓接待區迎賓無酒精雞尾酒 

 Mega 50 專屬簽名本、禮金本 

 贈送迎賓及送客進口喜糖 

 接待區電子海報及桌次圖 

 提供婚宴菜單、客桌桌卡 

 提供地圖卡 

 提供專業視聽音控人員、頂級 

燈光音響及高彩度投影設備 

 頂級 LED 數位影音 

 婚宴佳餚鑑賞特享八折優惠 

 (適用已付訂金貴賓、限一桌) 

 自備酒類免收清潔費 

 提供嘉賓當日宴席期間停車三小 

  時(限百揚大樓，恕不預留車位) 

 

 會場整體佈置 

 迎賓區及婚紗相片區佈置 

 浪漫主題拍照背板 

 中西式舞台主題背景選擇 

 精緻五層香檳塔及氣泡酒 

 裝飾結婚蛋糕佈置 

 時尚桌巾椅套選擇 

 主桌浪漫鮮花佈置 

 客桌典雅桌花佈置 

 造型立柱佈置 

    提供新娘休息室 

    新人席前精緻點心 

    新娘專屬貼身小管家 

    婚宴當日可於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  

    園拍照 

30 桌(含)以上加贈下列好禮 

 Mega 50 餐飲抵用券 NT$10,000 元整 

 歡樂拍貼機宴客四小時無限拍 

 Asia 49 亞洲料理及酒廊天幕花園「歡樂 After Party」二小時 30 人份含酒精 

及無酒精特調雞尾酒(限喜宴當日使用) 

 

鼎鼎宴會廳 – 最低保證 25 桌 

以上提供專案內容及佈置，恕不接受更改或退換，鼎鼎宴會廳保留隨時修改及變更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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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璀璨經典婚宴菜單 

 

花燭筵開喜迎賓 

Welcome appetizer 

重慶口水雞      陳醋醃蘿蔔 

琥珀核桃        茶燻花枝片 

瓜仁小魚        酒漬無花果 

 

富貴五福喜臨門 

Cold cuts combination 

花好月圓天作合 

Deep-fried sweet lucky dumplings 

原盅鮑魚佛跳牆 

Double-boiled abalone soup with chicken and pork knuckle 

蒜蓉蒸開邊龍蝦 

Steamed Lobster with Chopped Garlic 

花菇玉環瑤柱甫 

Braised cucumber stuffed with dried scallop and mushroom 

香草黑椒烤羊排 

Pan-fried lamb chops with black pepper and mixed herbs 

鶼鰈情深七星斑 

Steamed fresh spotted grouper 

當紅脆皮炸子雞 

Deep-fried crispy chicken 

浦燒鰻魚糯米飯 

Steamed glutinous rice with grilled eel 

甜心蜜意訂緣生 

Wedding dessert 

良緣美果甜百年 

Seasonal fresh fruits platter 

 

每桌十位 NT$25,800 /10 persons per table 

以上價格需另加一成服務費 

The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